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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中上游地區的黃帝氏族及其後裔則創造了以

仰韶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文化。東夷文化和華夏文

化共同創造了早期的黃河文明。經過夏、商、周三

代，文化代代相因，漸次融

合，最終形成了中華文明

的兩個主幹—夷夏文化，
而齊魯文化正是夷夏文化

融合而產生的一種地域文

化。[2]

自西周初年齊魯建國

至春秋，是齊魯文化兩大

文化體系的形成時期。隨

著西周的建立，來自西方

的周文化逐漸沿黃河東

下，到達下游地區。周文化

和東夷文化在接觸過程

中，由於齊、魯兩國人文

環境、地理條件的不同和

建國方略的差異，造成兩

種風格迥異的文化體系：

齊文化和魯文化。在西周

和春秋長達六七百年的時

間裡，齊文化和魯文化沿

著各自獨特的道路發展，使黃河下游地區的文化

格局呈現出多元化狀態。齊文化是以東夷文化為

主、周文化為輔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從齊地

靠海、土地瘠薄的實際情況出發，除了繼承周的

「重農」傳統外，又實行「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

利」的政策，以農業為主，農、工、商並舉；政治上，

不囿於周之「尊尊而親親」的宗法原則，而是「舉

賢而尚功」；文化上，主張寬鬆自由，兼容並包，

秦漢時期齊魯文化歷史地理初探
（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

■ 聶浩然、莊曉靜

廣東技術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齊魯文化是存在於今山東地區的一種古代地

域性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齊魯文化逐漸形

成了自己先進豐富的內涵和文化特色，而且在和其

他地域性文化的交流融

合中，共同創造了光輝燦

爛的中國古代文明。 [1]關

於齊魯文化，前人的研究

成果已頗為豐富。主要的

研究成果有安作璋先生的

《山東地方古代社會初

探》（載《破與立》，1979
年第04期），《齊魯文化
研究序說》（載《齊魯文

化研究》，2 0 0 2年第一
輯），王克奇教授的《齊

魯文化和儒道二家》（載

《中國哲學史》，1999年
第3期），仝晰綱教授的
《齊魯文化的形成軌跡

與發展走向》（載《人文

天下》，2015年6月刊）等
等。本文在總結前人相關

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

歸納。

一、齊文化和魯文化的起源

早在遠古時代，黃河下游地區就是當時文化

發達之區，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炎帝氏族及其後裔

創造了東夷文化。考古資料表明，發源於黃河下游

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為代表的東夷文化一

度處於當時文化發展的領先地位。而當時生活在

摘  要：齊魯文化是存在於今山東地區的一種古

代地域性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齊魯文化

逐漸形成了自己先進豐富的內涵和文化特色，而

且在和其他地域性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共同創造

了光輝燦爛的中國古代文明。齊魯文化起源於西

周初年(公元前1046年)，至春秋時期(公元前771
年-公元前476年)逐漸形成。由於齊、魯兩國自然
環境不同，導致兩國有不同的人文特點，即齊文化

和魯文化在形成初期有較大差異。齊文化的基本

風格是講謀略，重思辨而尚權變；魯文化的基本

風格是合傳統、重經訓而求穩定。進入戰國時期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由於齊國對魯國的
兼併，齊文化和魯文化逐步融合。至東漢末年(公
元184年-220年)，齊文化和魯文化最終完成了一體
化。

關鍵詞：齊文化；魯文化；秦漢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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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俗，簡其禮」。齊文化最終成為一種合時

俗，務實際，具有革新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

型文化傳統。魯文化則是以周文化為主、東夷文化

為輔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由於魯的封地位於

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適於農耕，這就使魯

文化一開始就具有一種農業文化的特徵。政治上，

魯國統治者強調周的宗法制度，主張「尊尊而親

親」；文化上，則採取「變其俗，革其禮」的方針，用

周文化強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講求的禮樂仁義

即是重禮的周文化和重仁的東夷文化結合的產

物。魯文化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重仁義、尊傳統、尚

倫理、貴人和的道德型文化傳統。戰國秦漢時期，

是齊魯文化的綜合發展時期。進入戰國，由於齊國

對魯國的兼併，造成黃河下游地區政治上的局部

統一。而學術文化界興起的百家爭鳴，則促進了區

域間的文化交流。在這個背景下，齊、魯兩大文化

傳統的交融日益發展，逐漸走上了一體化的道路。

戰國時期，齊、魯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表現在

思想領域，主要是孟子對齊學的批判吸收，鄒衍陰

陽五行說對魯學的滲透以及管子學派和荀子對齊

學和魯學的揉合。特別是《管子》、《荀子》的出

現，反映了齊魯兩大學派走向統一的歷史趨向。秦

及漢初，齊學盛極一時，主要表現在黃老學和陰陽

五行學的盛行。這一歷史時期齊學與魯學的融合，

為其後董仲舒以陰陽五行說構築新的儒學體系作

了理論準備；同時也為漢代儒學內部的齊學與魯

學以及今古文經學之爭埋下了伏線。經過東漢今

古文經學的學術之爭，雙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滲透，

至東漢末年，一代經學大師鄭玄會通古、今文經

學，最終完成了齊魯文化一體化的過程。[3]

二、齊國和魯國的歷史地理

據《史記·周本紀》載，武王滅商後，「封功臣
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

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周公因佐助武王，未就國，

使其子伯禽代為就國。[4]這就形成了山東地區的齊

國和魯國。

先秦時期的齊國和魯國以泰山、蒙山和沂山

等山脈為分界線，雄踞南北，佔據了現代山東建省

後轄區的大部分。秦朝時期，齊魯地區地跨膠東、

臨淄、琅琊、薛四郡的全部，以及濟北郡大部、東郡

東部和東海、泗水、碭三郡的北部。兩漢時期實行

郡國並行制。西漢時期，齊魯地跨青州、徐州、兗

州三個刺史部，共設立12郡7國，12郡是：東萊、北
海、齊郡、千乘、濟南、平原、琅琊、泰山、東海、濟

陰、山陽、東郡。7國是：膠東、高密、城陽、淄川、東
平、魯、楚。東漢時期的齊魯仍然地跨青、兗、徐三

州，設7郡9國。7郡是：東萊、平原、泰山、東海、山
陽、濟陰、東郡。9國是：北海、齊、樂安、濟南、濟
北、東平、魯、任城、琅琊。秦漢四百多年間，齊魯

的自然地理、氣候等變化不大。泰山、蒙山、魯山、

沂山等主要山脈自西向東綿延至海，山上依然是

鬱鬱蔥蔥的森林植被，向北向南流出的清泉依然

匯入濰水、汶水、沂水等河流，滋潤著瀕海的平原

和河谷的沃土，使齊魯大地依然是人口多、物產豐

饒、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重要區域之一。[5]

齊、魯的疆域，基本上覆蓋了今山東省的全部

及周邊地區。山東地區分布著眾多的山川、谷地、

河流。大體上看，中部是凸起的泰沂山系，周圍是

廣闊的丘陵和平原，形成了以山地、丘陵為骨架，

平原、盆地交錯環列其間的地形大勢。東部為半

島，環之渤海、黃海，具有海洋文化的特徵。西部

為平原，具有內陸文化特徵。這種獨特的地理特

點，形成了海洋文化和黃土文化各有特點又相互

兼容的文化體系。[6]

齊國和魯國雖然同為山東地區分封的諸侯

國，並且都是為了鞏固周王朝對於東方的統治，但

是由於齊國和魯國的地理環境不同，經濟條件和

社會特點不同，齊、魯兩國立國後所採取的建國方

針和治國策略不同，齊、魯兩國走了不同的發展路

線，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傳統。[7]

周公所封的魯地，地勢平坦，土質肥沃，適宜

於農業生產。魯國都城曲阜，地處於汶上、泗水流

域，是中國古代帝王的所在地，經濟、文化都很發

達。西周初年東征的時候，對商奄勢力打擊徹底，

社會環境安定，從而為伯禽就國、建國和發展鋪平

了道路。太公分封的齊國，臨近渤海，土地鹽鹼化

嚴重，土質貧瘠，不適宜農業生產的發展。齊國的

都城營丘位於東夷的腹地，存在著與萊夷和五候

九伯等不安定因素。這表明，周在對待齊、魯問題

上並未做到一視同仁，而是存在著「重魯輕齊，甚

至扶魯而抑齊」的傾向。[8]

山海相間，河流眾多，這一特點又決定了其水

系比較發達。這種自然環境造就了齊魯兒女健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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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貌。地理環境不僅對人的體貌產生影響，而

且對人的性格形成也起著無形的作用。齊魯之人

豪俠和寬容的雙重性格與他們所處的自然環境的

塑造有著必然的關係。齊國東部為半島，環以遼闊

的海洋，有漫長的海岸線和廣闊的沿海灘涂。土地

雖然瘠薄，但是魚鹽資源豐富。大海的寬廣，造就

了闊達的性格；艱苦的條件，培育了開拓進取、創

新變革的精神。魯國地處泰山之陽，丘陵蜿蜒起

伏，平原一望無垠，境內的汶水、泗水便於灌溉且

利於交通。土肥水豐，形成了重視農業的經營思

想；生活安逸，造就了崇德尚文、安於現狀的儒雅

風格。《史記·貨殖列傳》在評述齊、魯兩地時說：
「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

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

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

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而鄒、魯濱洙、

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

齪。」[9]

三、齊文化和魯文化的特點

文化區域是實際地域與意識觀念形成的結合

體，地理狀況造就的不同的生存環境、社會結構

和人文素質又促進了文化區域的形成。因此，一種

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不能脫離人類在時空上所處

的特定的自然條件。齊魯文化正是在它獨特的歷

史地理文化的自然塑造中逐漸形成的。[10]

由於地理環境和社會經濟等因素的共同制

約，齊文化和魯文化也出現了極大的不同，有「齊

人好功利，魯人好道義」的說法。

魯國位於泰山以南的平原地區，這裡是東夷

人聚居活動的主要地區之一。國都曲阜早為「大庭

氏之庫」，後為「少皞之虛」。商王盤庚也曾建都於

此，是東夷的歷史文化名城。在商代，建國於此的

奄是商在東方的主要統治據點之一。[11]

建立在西周禮樂文化和東夷的仁文化結合上

的魯文化，具有以下主要特徵：

首先，魯文化的基本風格是合傳統、重經訓而

求穩定。周大夫樊穆仲在評價魯孝公的言行時候

說：「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

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國語·周

語上》；又見《史記·魯周公世家》）其中「敬事耆

老」和「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都表現了一種恪

守傳統，重視祖宗遺訓的作風，所以司馬遷說：

「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

禮，故其民齪齪。」（《史記·貨殖列傳》）對傳統和

經訓的尊奉旨在追求穩定。其理想政治是「布德

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

時，財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能使共祀。」（《國

語·魯語上》）平實、穩健而無奇，一切都在經驗所

預期的範圍內運行。這是一種典型的農耕居民的

心態，早熟的農業文明的產物。穩定的前提是秩

序，禮成為不可或缺的約束。《國語·魯語》中曹劌

說：「夫禮所以正民也……以正班爵之義，以帥長

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

怠。」依靠傳統慣性而專注於內部的穩定，使魯文

化具有一種內向的封閉性特徵。[12]

其次，魯文化以「尚德」為價值取向，在道德

與利益的取捨上，重義而輕利。《國語·魯語下》

云：「公父文伯之母嘆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

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

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噁心

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

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

也。』」不僅如此，即使從宗教崇拜看，魯國也有自

己的傳統標準：「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

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

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同上）祭祀崇

拜，專重於祖先崇拜，並成為一種進行現實道德

教育的手段。叔孫豹講「三不朽」，即「太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傳·襄公

二十四年》）。這種「以德榮為國華」的價值觀念，

成為魯文化的精神基幹。[13]

再次，魯文化的結構形式是外禮內德，禮德互

補。魯文化既「尊禮尚施」，又「敬德」「重仁」。德

為倫理，禮為制度，一內一外；德由內興，禮自外

作，相互呼應；德重自覺，禮重制約，作用互補；借

禮以修德，由德而達禮，德禮統一。德和禮的結

合，構成了魯文化的一大特色。[14]

好功利的齊文化有以下主要特點：

首先，齊文化的基本風格是講謀略，重思辨

而尚權變。所謂「謀略」，又稱「道術」，導源於東

夷的「謀略」文化，並成為齊文化的特色之一。

《淮南子·要略》說：「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
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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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史

記·齊太公世家》）。孫武論將帥之才，把「智」放在
首位，並認為「上兵伐謀」（《孫子兵法·謀攻》）。具
體到「兵道」，他說：「兵道，詭道也。」（《孫子兵法

·計》）這一認識顯然是與姜尚的「兵權奇計」一脈
相承的。齊的辯證思想尤為發達。姜尚講「鷙鳥將

擊，卑身翕翼；猛獸將搏，俛耳俯伏；聖人將動，必

有愚色。」（《資治通鑒外紀》卷二）管仲求「因禍

而為福，轉敗而為功」。晏嬰論「和」與「同」異，

「可否」相成。孫武說：「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

端」，「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

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孫子兵法·勢》）
將辯證思想發展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謀略和辯

證思想是最富創造性的思維，所以齊文化崇尚變

革和創新，所謂「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

化」（《管子·正世》），正是這一特點的概況總結。
與魯文化的拘謹穩健和守成相比較，齊文化顯示

出一種機智、變通和開放性。齊文化具有一種

「智」文化的特徵。[15]

其次，齊文化的價值觀念是功利性的。司馬遷

說齊人「設智巧，仰機利」（《史記·貨殖列傳》）。
朱熹說「齊俗急功利，喜誇詐」（《論語集注·雍
也》）。《史記·孔子世家》中晏嬰對孔子的批評，其
出發點也是「實用」的原則。從齊的傳統政策看，

姜尚「尊賢尚功」，「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

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漢書·地
理志》）。晏嬰的「節儉力行」。都是以獲取實利為

依歸的。孫武的《兵法》，講「兵以詐立，以利動」

（《孫子兵法·軍爭》），也提出了「合於利而動，不
合於利而止」（《孫子兵法·火攻》）的功利主義原
則。齊的「道術」之學以「智」為手段，以「功利」為

標的，與魯的「道義」之學以「禮」為手段，以「德」

為歸宿迥然有異。[16]

再次，齊文化的內在結構是天與人、利與禮的

辯證統一。與魯文化講「天命」不同，齊文化重視

「天道」。「天道」之學最早流行於東夷，後來成為

巫史文化的一部分在齊國獲得了不斷發展。「天

道」與「天命」的區別在於它的客觀獨立性。「天

道」的本質是一種「自然」，齊文化重「天道」是強

調認知，為了獲得一種自由；「天命」的本質是一種

「意志」，魯文化講「天命」是強調畏懼，以求得一

種約束。在「天人」關係上，「天道」與「人道」的統

一表現為「從道」，即「因順」客觀法則的變化而

有所作為。如姜尚的「因其俗」，管仲的「令順民

心」，晏嬰的「政必合於民」等，皆是其例。特別是

《孫子兵法·地形》篇提出：「戰道必勝，主曰無
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其中「唯道是從」的思想，正是後來道家思想的主

旨所在。齊的「天人之學」，強調對自然法則的認

知、借鑒和遵從，道家的「天人」之學，正導源於

此。在「利」和「禮」的關係上，齊文化既注重「利」

的內在原始驅動，又強調「禮」的外在制度制約，

旨在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間求得一種平衡。管仲

講「禮義廉恥」，將「禮」列在「國之四維」之首。

晏嬰以重禮著稱，孔子稱其「不出尊俎之間，而折

衝千里之外」（《晏子春秋·雜篇上》）。由於肯定了
人的功利本質，作為「人欲」之防的「禮」在齊得到

重視發展。「禮」的強化是「法」的凸現，所以有

「魯有周禮而重於禮，齊有周禮而偏於法」的說

法。齊文化孕育出戰國時期黃老之學的「道法

家」，又稱「齊法家」。「齊法家」和「秦法家」的不

同根源於兩者不同的母體文化。由「禮」而「法」，

是周禮在齊文化中發展的必由之路。[17]

四、結語

山東地區是齊魯文化的發源地。齊國和魯國

是山東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兩大諸侯國。齊國的疆

域主要位於現在的山東省大部、河北省東南部及

河南省東北部。齊國的始封君為周武王國師、軍師

太公望姜尚。齊國領土靠海，土壤貧瘠。這些環境

特點使得齊國形成了以東夷文化為主，周文化為

輔的文化系統。齊文化的特點是講謀略、重思辨而

尚權變，它的內部結構是天與人、利與禮的辯證統

一。齊文化是一種尊賢尚功、革新開放、崇尚法治

的功利型文化，它適應了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發展

的要求。魯國地處汶泗地區，土壤肥沃，而且魯國

的首任國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這些特點造

就的魯文化是以周文化為主、東夷文化為輔的一

種文化系統。經濟上，由於魯的封地位於泰山以南

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適於農耕，這就使魯文化一開

始就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之上，具有一種農業文

化的特徵；政治上，魯國統治者實行了「變其俗，

革其禮」的施政方針，用周文化強行改造土著文

化，強調宗法制度，主張「尊尊而親親」，講求禮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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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是重禮的周文化和重仁的東夷文化結合的

產物。魯文化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重仁義、尊傳統、

尚倫理、貴人和，主張德治的道德文化傳統。進入

戰國，齊國兼併魯國，政治上的統一也促進了文化

上的融合，齊、魯兩大文化日益交融發展，走上了

一體化的道路。至東漢末年，經過一代經學大師

鄭玄的會通，齊文化和魯文化最終實現了一體化

的過程。融合後的齊魯文化，既有齊文化重功利，

務實，具有開放、包容的特點，又有魯文化崇德尚

文、安於現狀的儒雅風格，這些文化特點延續至

今，成為今日的山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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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y 
of Qilu Culture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221 
BC - 220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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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lu culture is an ancient regional 
culture existing in today’s Shandong provinc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development, Qilu culture had gradually 
formed its own advanced and rich connotation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urthermore, in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with other regional cultures, it had 
jointly created a glorious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Qilu culture originated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1046 BC), and gradually formed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1 BC - 476 BC).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between the 
kingdoms of the Qi and the Lu, these two kingdoms had 
different humanistic features, that is, Qi culture and Lu 
culture were quite different when they were formed. 
The basic style of early Qi culture was putting emphasis 
on st rategies, cr it ical thinking and cont ingency 
perspective, while Lu culture gave priority to traditions,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tability. After entering 
the War r ing States Per iod (475 BC-221 BC), Qi 
culture and Lu culture gradually merged due to the Qi 
kingdom’s annexation of Lu kingdom. By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184 CE-220 CE), Qi culture and 
Lu culture finally completed their integration.

Key Words: Qi culture, Lu culture, Qin and 
Han Dynasties


